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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一月” 翘尾 企盼“红二月”

□

本报记者 张怡

连续大跌后，A股终于在1月最后一个交易

日迎来报复性反弹，沪综指收复2700点，创业板

指大涨逾4%。 尽管如此，但仍然难掩上周大盘连

续破位、重心下移、跌破前低的颓势，场外资金观

望情绪浓厚、场内资金自救为主，交易短线化态

势明显。 而且，1月沪指整体下跌22.65%，是A股

历史上表现最差的一月， 也是2008年11月以来

最大的单月跌幅。 不过，历史来看，2月份上涨概

率超过八成，上周五的小翘尾引发了市场对二月

行情回暖的期待。

1月“红周五”喜气收官

从上周五个交易日来看， 周一股指小幅反

弹上涨0.75%，稳定在2900点上方运行。 不过周

二围绕2850点一线震荡抵抗无果， 而后便跌破

前低点一路倾泻， 当日指数大跌188.73点收于

2749.79点，跌幅达到了6.42%；周三行情惯性走

低，最低触及2638.30点，创下了近13个多月的

新低，而后尾盘小幅上扬，留下长下影线。 周四

进一步回落2.92%，但盘中并未突破前一日的低

点，市场情绪低迷。 不过，周五A股稳步反弹，行

业板块全面大涨，沪指重返2700上方。

至上周五收盘， 上证综指报2737.60点，上

涨3.09%；深证成指报9418.20点，上涨3.70%；创

业板指报1994.07点， 上涨4.60%； 中小板指报

6272.91点，上涨3.73%。不过成交额依旧维系低

位，分别仅成交了1800.07亿元和2487.41亿元。

尽管如此， 上周上证综指累计跌幅仍然达到了

6.14%，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和中小板指的5日跌

幅更高，分别为6.86%、7.23%和6.39%。

上周五申万一级行业指数全线飘红， 计算

机、 非银金融、 建筑装饰等6个指数涨幅超过

4%，银行指数涨幅最小，为1.99%，采掘、农林牧

渔、商业贸易等指数涨逾2%。 但从一周情况来

看，全部板块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跌，其中银行、

佳通电器、采掘和食品饮料行业的跌幅最小，一

周跌幅均未超过5%； 非银金融板块一周下跌

5.47%；相对而言，国防军工、轻工制造和钢铁行

业的一周跌幅均超过10%，电气设备、机械设备

和计算机行业的周跌幅也均超过了9%。

概念方面， 上周五人工智能指数大涨

7.18%，生物识别、网络安全、大数据和智能交通

指数的涨幅超过6%；ST概念指数涨幅最小，为

1.94%。 而一周情况来看，全部概念板块均有不

同程度的下跌， 其中上海本地重组、 长江经济

带、 油气改革和页岩气和煤层气板块的跌幅较

小，下跌均未超过4%；而传感器、在线教育、新

疆区域振兴等13个板块一周下跌均超过10%。

上周五2463只个股实现上涨， 而仅有83只

个股下跌。其中，有超过百只个股涨停，而仅有8

只个股跌停。 上周整体来看， 全部A股中仅有

236只个股实现上涨，2357只个股下跌。

小翘尾企盼“红二月”

一月整体来看，沪综指累计下跌22.65%，深证

成指累计下跌25.64%，创业板指累计下跌26.53%，

中小板指累计下跌25.27%。 这是2008年大幅下挫

之后表现最差的一个月份。 统计看出， 沪指单月

22.65%的跌幅可以排到A股有史以来的第六位，

如果自2005年股改之后计算， 这个跌幅可排到第

二名，仅次于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的24%的记录。

受益于春节、两会、年报等利好因素刺激，2月

份历来行情走势较为乐观。 据Wind数据统计，

2000年至2015年的2月份中，上涨月份有13个，跌

的只有3个，上涨概率高达81.25%。 25年来，2月份

历史上最大的跌幅仅仅为5%，出现在2001年。 在

春节前五个交易日，节后七个交易日里，上证综指

表现较好。在迄今为止的22个春节前后，上证综指

上涨次数为18次，上涨概率高达81.81%。 此外，梳

理股市单月跌幅纪录， 排名前十的月度跌幅在之

后的走势中有9个月都实现上涨。涨幅纪录最大是

1994年8月，涨幅达到惊人的135%，几乎收复上

月失地。 而唯一的一次下跌发生在1992年8月，跌

幅14%。

不过，下周是春节前最后一个交易周，一方面

经过1月的连续下跌，市场情绪降至冰点，尽管杀

跌动能减弱， 但是情绪的修复和行情的反弹均难

以一蹴而就，V型反转概率较小；另一方面，按照

我国持币过节的习俗， 下周场外资金积极入场的

概率较小，预计底部震荡格局仍将延续，行情真正

启动大概率出现在春节之后。 后市投资者需要密

切关注成交量能否回升，以及政策利好能否共振。

短期反弹料现 调仓寻找“新防御”

□

广发证券 陈杰

上周A股市场继续下跌， 但最近逐渐出现

了一些正面信息，包括海外再次宽松加码、创业

板年报业绩预告好于预期等。 市场春节假期前

后市场反弹可能性较大， 但市场风险偏好很难

持续大幅提升， 建议投资者趁机调整仓位和结

构，寻找新时代背景下的新防御品。

短期有望企稳反弹

去年底的时候，在“春季躁动” 的乐观预期

下，包括公募、私募、保险等投资机构的股票仓

位都很高。 尤其是有排名压力的主动偏股型基

金， 在去年四季度大幅加仓了近9个百分点，如

此大幅的加仓实属历史罕见。 结果造成新年以

后，投资者已经没有多余的“子弹” 来推动市场

上涨了。且在1月市场暴跌的上半段中股市流动

性很弱，投资者基本无法有效减仓或换仓，因而

直接被“闷杀” 。

但在1月暴跌的中后期，考核绝对收益的私

募基金、保本基金、年金等产品，在净值向下击

穿“安全垫” 以后，都主动进行了减仓甚至清

仓，目前的仓位水平已比较低。而考核相对收益

的公募基金虽然在前期选择“不动装死” ，但在

上周上证综指跌破2850点的关键支撑位以后，

很多公募基金也进行了较大幅的减仓。 由于目

前市场上的主要参与者仓位水平均相比年初有

了明显的下降，因此接下来再加仓是有“子弹”

的。 而且近期也确实出现了一系列利好事件，如

海外量宽加码、创业板年报业绩好于预期等，这

有助于修复此前过于悲观的市场预期。 因此，A

股市场确实有望迎来短期的企稳反弹。

调整仓位 寻找新品种

虽然A股市场短期有望企稳反弹，但中期

“震荡慢熊” 趋势仍难扭转。 因此在难得的

“喘息期” 内，建议投资者趁机调整仓位和结

构。 尤其在结构上，应该寻找新时代背景下的

新防御品。

虽然A股短期可能企稳反弹， 但三次连续

大跌后，市场风险偏好很难持续大幅提升，因此

投资者首先要扭转过去三年那种 “大起大落”

的“牛市思维” ，切换到“震荡慢熊” 的心态中

去。 从实际操作来看，低仓位的投资者建议以少

量的仓位去参与接下来的反弹， 而高仓位的投

资者反而要考虑趁反弹把仓位降下来。

在“震荡慢熊” 的假设前提下，投资者需要

找到最好的防御品种。 由于每一轮熊市中的防

御品种都是不一样的， 而且上一轮熊市中最好

的防御品种， 往往是下一轮牛市中最好的进攻

品种。 因此投资者并不一定要在熊市中去配置

估值低、分红高的所谓传统防御品种，还可以更

前瞻性地去寻找什么行业可能成为下一轮牛市

中最具进攻性的品种， 这些行业在牛市之前的

熊市中就已经能发出耀眼的光芒。 这是因为A

股历史上的每轮牛市往往都是由大时代变迁所

驱动的，随着大时代的变迁，最适应产业转型方

向的行业，也必然会成为牛市中的最强进攻品。

而股市总是具有领先性的， 在熊市中便已开始

给予这些“时代先驱” 们更高的估值溢价。

目前来看， 投资者可以关注最能代表未来

产业转型方向的消费服务业和 “向死而生” 的

传统周期品。 一方面，随着中国国民收入水平的

提高和人口结构的变迁， 对物质需求的消费将

逐渐饱和，而对精神需求的消费将会蓬勃发展，

因此诸如教育、医疗、养老、旅游等消费服务业

将可能成为未来最具内生增长动力的行业；另

一方面，随着“供给侧改革” 未来的大力推进，

很多传统行业的产能有望取得实质性地收缩，

这有利于提高行业集中度和改善竞争格局，因

此也建议关注一些传统的周期性行业，如煤炭、

有色、钢铁、化纤等。

■ 新三板观潮

冲击创新层 做市企业数量大增

加强监管 保障新三板长期健康发展

□

东方证券 张政炘

上周五三板做市指数收于1242.41.81点，下

跌0.13%。 值得注意的是，上周五做市企业的数

量大幅增加，当日有59家公司新加入做市转让，

使得做市企业总数达到1280家。 此外，上周五，

股转公司发布《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

办券商执业质量评价办法（试行）》，还就去年

年底一些违规事件做出处分决定， 这一系列的

措施都表明了管理层对于新三板市场加强监管

不纵容的决心， 为整个市场长期健康发展保驾

护航。

做市企业数量日增59家

上周五， 三板做市指数收于1242.41.81点，

下跌0.13%，挂牌公司当日成交1.97亿股，成交

金额9.72亿元。 其中，采用做市转让方式的1280

只股票共成交799只， 成交数量为1.05亿股，成

交金额达6.25亿元； 采用协议转让方式的4343

只股票共成交207只， 成交数量为0.92亿股，成

交金额为3.47亿元。

上周五， 做市成交金额前五的分别是卫东

环保、中教股份、远泉股份、联讯证券和先临三

维，具体成交金额分别为8300万元、4060万元、

2896万元、2725万元和2565万元。 当前新三板

总市值25013.47亿元，市盈率为37.9倍，其中做

市股票总市值8696.4亿元， 做市股票市盈率

38.05倍。

截至上周五，新三板挂牌公司总数达到5623

家。其中，上周五有59家公司新加入做市转让。根

据之前股转公司公布的挂牌公司分层方案征求

意见稿，其中进入创新层的标准三主要针对做市

转让企业，标准为市值+股东权益+做市商家数：

首先，最近3个月日均市值不少于6亿元；其次，最

近一年年末股东权益不少于5000万元；最后，做

市商家数不少于6家，同时须满足最近3个月内实

际成交天数占可成交天数的比例不低于50%，或

者挂牌以来（包括挂牌同时） 完成过融资的要

求。距离4月30日分层标准实施还有三个月时间，

大批量公司上周五集中加入做市转让，为冲击创

新层的分层标准三做准备的可能性较大。

加强新三板做市监管

上周五，股转公司发布了《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执业质量评价办法 （试

行）》，新三板主办券商将被划分等级，总计有

四档， 根据不同等级将来主办券商在制度上会

受到差异化对待， 该办法将于今年4月1日开始

实施。 其目的为提高主办券商执业工作质量，督

促主办券商勤勉尽责，促进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切换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该评价办法在做市交易管理上引入负面

行为记录， 对于做市商在报价过程中未履行

报价义务的行为进行扣点， 同时也采取加点

标准， 做市商的做市成交量数值位于行业前

列，做市即时性指标位于行业前列，均可进行

加点。 加点标准的引入，将促使做市商在做市

交易过程中积极撮合， 努力提高做市股票的

成交量， 此举将大大有助于新三板市场的流

动性改善， 防止有些做市商拿了做市库存股

票在做市交易过程中却 “出工不出力” 的现

象发生。

不仅如此，上周五，股转公司还就去年年底

的违规行为做出纪律处分决定。 股转公司一直

以来对二级市场交易， 尤其是做市交易行为进

行严密监控，制定了一系列监控指标，严格防止

做市商利用优势的市场地位损害挂牌公司和投

资者的合法权益。

2016年将是新三板市场的监管年， 近期发

布的一系列措施都表明了管理层对于新三板市

场加强监管不纵容的决心， 在市场高速发展的

同时，为整个市场长期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久远银海破板

资金博弈四登龙虎榜

2015年12月31日上市的久远银海收出十

七个涨停板，上周二破板后迅速回落，期间遭遇

资金的激烈博弈，周内四个交易日现身龙虎榜。

上周一久远银海收出上市以来的第十七个

涨停板， 从13.75元， 一路上涨至周一的75.87

元， 阶段涨幅高达562.04%。 周二以涨停价

83.46元高开，此后未能维持涨停，股价震荡回

落，但依然上涨1.16%至76.75元。 但周三开始，

久远银海连续收出两个跌停板，股价也跌破了5

日均线，并一度触及10日均线位置。 不过周五

伴随着市场的强势反弹，久远银海也再度走强，

大涨6.55%，收报66.24元。

据Wind资讯数据，上周久远银海合计成交

26.82亿元，增幅达到了32.39%，周换手率更是

高达182.41%。而换手率的高企对应的是资金的

激烈博弈。 上周二起， 久远银海连续登上龙虎

榜， 不过买入及卖出前五席位均为券商营业部

席位， 这些营业部席位周内累计买入5.95亿元，

卖出3.34亿元。

虽然从公开交易数据来看， 上周久远银海

整体来看买盘强于卖盘。 不过投资者需要注意

的是， 上周不少营业部席位出现头天买入后转

天或隔天卖出的情况， 显示参与资金的短炒情

绪十分浓厚。短期该股或延续大幅震荡走势，投

资者不宜盲目参与。（王威）

业绩靓丽

机构博弈道博股份

上周五，道博股份低开后震荡下行，最低触

及跌停价49.50元后快速弹升， 尾盘震荡走高，

最终上涨5.32%收于57.03元。尽管涨幅不高，但

当日振幅超过18%， 龙虎榜中出现了多家机构

专用席位身影。

据公司最新公告，预计2015年度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100-5500万元之

间，同比增长5245.12％-5664.34%。公司表示，

业绩同比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系去年2月公司

完成对强视传媒有限公司的收购， 导致合并报

表范围发生变化所致。

龙虎榜数据显示， 上周五道博股份的振幅达

到了18.18%， 并出现了多家机构专用席位身影参

与博弈。累计买入金额最大的前五名中，前三名均

为机构专用席位， 金额分别为2708万元、1930万

元和1486万元；其余两位分别为中信建投北京三

里河路营业部和国金证券上海互联网证券分公

司，金额分别为1055万元和350万元。 而累计卖出

金额最大的前四名也均为机构专用席位， 金额分

别为2812万元、1144万元、542万元和517万元。

1月中旬公司股价已经开始反弹，上周整体

维系横盘震荡，但弹性良好。 长江证券认为，当

前公司是“体育＋影视” 双轮驱动，协同发展，

已经剥离传统业务全面转型文体产业， 中长期

前景值得期待。 分析人士指出，春节即将来临，

行情的企稳有助于为中小盘文娱板块个股获得

资金追捧，并有望维系活跃态势。 （张怡）

机构买入

金禾实业涨停

上周五，金禾实业强势涨停，盘后龙虎榜数

据显示，有四家机构买入该股。

金禾实业上周探底回升， 上周一大涨

6.40%，周二跟随大盘跌逾9%，周三金针探底

上涨4.09%，周四大涨7.22%，周五以10.26元高

开，之后震荡反弹，午后封住涨停板直至收盘，

报11.11元。 至此，金禾实业的股价已经回到去

年12月底的水平，显著跑赢大盘。

深交所周五盘后披露的公开信息显示，当

日前五大买入席位中， 前三席和第五席均为机

构专用席位， 买入金额分别为4444.65万元、

1441.36万元、1021.67万元和982.85万元，第四

席广发证券广州天河北路大都会广场营业部买

入997.07万元； 前五大卖出席位均为营业部席

位， 卖出金额分别为911.64万元、786.69万元、

593.32万元、511.81万元和493.93万元。

广发证券研报指出， 公司安赛蜜主要竞争

对手江苏浩波即将退出， 行业供需格局由均衡

转向紧张，形成寡头垄断格局，价格具备上涨基

础。 此外，上周五四个机构席位买入，且买盘力

度强于卖盘，短期有望延续强势。（李波）

机构连续买入可立克

沪深两市大盘上周继续大幅回落， 次新股

成为杀跌重灾区， 不过上周五市场迎来超跌反

弹，次新股又出现大面积走强，机构也陆续入驻。

可立克上周的五个交易日里，上周二和上周

四跌停，但上周五涨停，重新站稳30元关口，收报

30.66元，周内股价波动幅度巨大。 该股也在五个

交易日里两登龙虎榜，上周一买入可立克金额前

五席位中有两家机构现身， 但买入金额较小，分

别买入797.69万元和524.69万元， 其余均为券商

营业部。 上周一卖出可立克金额前五席位则均为

券商营业部。 上周五买入可立克金额前五的席位

中再次出现两家机构， 分别买入5107.35万元和

4161.17万元，其余均为券商营业部。 上周五卖出

可立克金额前五的席位均为券商营业部，卖出金

额普遍较小，合计不足4000万元。

分析人士指出，作为次新股，可立克股价弹

性较大，往往会超过市场的波动幅度，考虑到市

场尚未显著企稳，建议投资者保持谨慎，不要盲

目追涨。（徐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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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838.OC

新产业

40.00 1481600.00 0.00 9.26 450.00 18000.00

834915.OC

津同仁堂

11.71 128810.00 0.00 14.60 1100.00 12879.00

833899.OC

菁英时代

37.00 500536.00 459.76 23.66 337.00 12469.00

834682.OC

球冠电缆

5.50 66000.00 450.00 41.21 2631.70 10039.33

835337.OC

华龙证券

4.00 880000.00 0.00 1.57 2400.00 9600.00

834678.OC

东方网

6.50 557050.00 58.54 3.27 1332.60 6691.55

832650.OC

奔腾集团

3.26 120939.10 -40.94 10.77 1436.70 6297.73

835265.OC

同禹药包

26.11 98983.01 16.56 15.41 231.70 5575.18

832970.OC

东海证券

9.50 1586500.00 -0.84 0.72 942.50 4949.25

834179.OC

赛科星

4.38 358722.00 188.16 2.40 1050.00 4599.00

■ 评级简报

南方航空（600029）

主业供需改善继续

南方航空发布业绩预增公告， 预计2015年

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

期增长110%到130%， 即2015年归母净利润为

37.23亿元至40.78亿元。

兴业证券表示，公司2015年第四季度归母净

利润出现大幅负增长， 主要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汇

率第三季度大幅下滑造成汇兑损失带来财务费用

激增。 2015年全年公司主业需求旺盛客座率提

升，国际航线布局继续深化。而且受益供需改善和

油价下降，南方航空国际航线实现扭亏为盈，国际

航线经营创下历年最好的水平， 已逐步成为新的

利润增长点。 公司未来票价弹性和业绩弹性空间

依旧巨大， 目前股价未充分反映油价下跌带来的

2016年业绩弹性， 低油价叠加春运旺季提价，

2016年一季度业绩在去年高基数情况下有望继

续大幅增长。 兴业证券预维持“推荐”评级。

中国国旅（601888）

免税购物限额放宽

财政部拟于2016年2月1日起取消海南离岛

免税购物次数限制以及开放免税店网上销售窗

口，对非岛内居民旅客取消购物次数限制，免税

店开设网上销售窗口。

国泰君安认为， 取消购物次数限制有望进

一步挖掘高端消费者和多次出差消费者购物需

求； 开放免税店网上销售窗口可改善海棠湾店

距离市区和机场较远的不利条件， 有望显著提

升购物人次； 海棠湾与海口机场店价格更加透

明，有利于推动两家改善经营。再加上公司联手

四家民营出境旅行社龙头开拓出镜购物市场，

具备客源优势， 同时联手民营资本有望优化股

权配置提升盈利能力。 随着国企改革顶层设计

方案及细则出台，改革方向有望明朗，带来新的

发展机遇。 国泰君安给予“增持”评级。

南山铝业（600219）

并购增厚业绩

兴业证券指出，公司此次注入怡力电业，前后

端一体化更加完善， 即氧化铝-电厂-电解铝-铝

深加工全产业链，盈利能力获得显著提升。 同时，

有色行业供给侧改革最早落地的可能是电解铝行

业，目前铝价处于绝对底部，未来反弹空间大，是

供给侧改革弹性非常好的标的。此外，高端铝材深

加工，如汽车轻量化、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等也在

快速推进和放量， 公司是前后端都非常优秀的投

资标的。 考虑到公司在破净的公司中盈利能力相

对稳定，兴业证券维持“增持”的投资评级。

华发股份（600325）

盈利质量持续改善

华发股份发布2015年业绩快报， 实现营

业总收入83亿，同比增长17.4%；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亿，同比增长8.8%。

中信建投表示， 公司进入2015年四季度

以来放缓了拿地节奏， 另外公司大股东华发

集团在横琴积累丰富一二级开发项目储备，

潜在注入预期将进一步丰富公司获取项目资

源的优势。 此外，1月15日公司下属全资子公

司华发新科技与力合股份及其员工持股平台

共同发起设立华金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

司， 将为公司的地产主业提供支持和互联网

金融服务，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随着公司销售预期逐步兑现， 以及良好

市场环境下，公司的盈利质量持续改善。 随着

上海、广州、武汉等项目逐步进入推货周期，

公司2016年将拥有超过700亿可售货值，公司

将成为A股地产公司中唯一同时具备国企改

革和高成长弹性的企业。 中信建投维持 “买

入” 评级。

协议转让股上周成交居前股票

做市转让上周成交居前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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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市起始日

832043.OC

卫东环保

3.24 54108.00 8.00 80.80 8136.60 23739.35 2015-11-06

830899.OC

联讯证券

2.15 672127.52 -7.73 3.58 6204.60 13707.60 2015-06-18

430176.OC

中教股份

24.30 146552.61 21.80 15.31 544.30 12003.74 2015-05-19

832028.OC

汇元科技

74.80 345576.00 -3.91 5.92 138.30 10140.11 2016-01-29

834086.OC

德泓国际

7.95 222600.00 102.81 6.10 1202.10 9017.63 2016-01-29

831963.OC

明利股份

4.35 158775.00 -15.86 5.70 1889.70 8852.64 2015-06-19

833114.OC

商汇小贷

1.80 187542.00 80.00 15.43 8502.80 8505.02 2016-01-29

831999.OC

仟亿达

8.42 165932.93 -19.04 13.20 556.18 4840.27 2015-05-19

830978.OC

先临三维

10.99 161278.25 -33.35 4.54 453.50 4830.14 2014-09-25

430140.OC

新眼光

12.55 94892.81 4.06 8.26 362.82 4341.20 2014-08-25

■ 异动股扫描

新三板配表


